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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工作方法和协商程序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本审议而提交的国家报告是根据《编写普遍定期审议资
料的一般准则》编写的。

1  

2.  由国家一级最重要相关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参与起草本报告，由最
高人权理事会充当主要的协调机构。委员会开展协商的方式包括书面信函往来以

及与相关政府组织和广范的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与积极参与增进人权的学术界、

研究中心和非政府机构成员举行会议。
2 协商的方式有信函往来、举办会议，以

及提供专门的网站和电子邮件等虚拟网络空间。 

3.  为起草本报告，除了使用上述机构和部门提供的资料以外，所使用的其他的
资料来源包括政府三大分支部门所有的立法、规则、规定、指令和政令、当前执

行这些法令的情况，以及向联合国条约机构提交的国家定期报告等。 

 二. 国家背景 

4.  伊朗拥有最古老和最深厚的人类文明之一，为丰富人类文明和文化作出了卓
越和独特的贡献。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人民在全国公民投票中以压倒性多数

票选择以伊斯兰共和国作为其政体。伊斯兰共和国一方面基于独立、自由和发展

的伊斯兰信仰等原则，另一方面也基于民主的原则，包括设立三个独立的机府分

支，
3 以及由人民直接或间接监管国内所有的核心政府机构。 

5.  伊朗也是一个大国，有七千多万人口。法西语是官方语言，伊斯兰教是正式
宗教。生活在伊朗各民族、语言和宗教少数群体平等享有法律赋予所有伊朗公民

的权利和特权。
4 

 三.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规范性和体制框架 

 A. 《宪法》 

6.  伊朗人民在 1980 年的全国公民投票中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宪法》。

5 《宪法》第七章题为“人民的权利”，其中包括 24 条，这些条
款承认人权和人民的基本自由。《宪法》的其他章节和条款也涉及这些权利。

《宪法》中明确提及人权最重要的原则包括：人的尊严、包括民主在内的政治和

公民权利、禁止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少数民族的权利、不歧视原则、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妇女的权利、禁止调查人的信仰、言论自由、尊重个人隐私、政党和

和平集会自由、禁止任意逮捕、禁止流放、诉诸法院权、选择律师权、无罪推

定、尊重被逮捕者的尊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环境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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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立法制度 

 1. 伊斯兰议会 

7.  伊朗议会是重要的立法机关，作为立法机构负责国家的立法和规划。该机构
还确保人民真正出席和参与决策进程，反映人民的决心。议会的主要职责分为立

法和监督职责。 

8.  议会由经直接投票当选的人民代表组成。7 议员任期四年。8 议会议席总数
为 290 个。9 自革命胜利以来，已经举行了 8 次议会选举。妇女也作为候选人参
加议会选举。议会目前有 8 名妇女议员。国家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琐罗亚斯
德人和犹太人分别选举一名代表；亚述人和迦勒底基督教徒联合选举一名代表；

国家北部和南部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分别选举一名代表。
10 

9.  议会的会议对公众开放，议事情况由电台转播，并在官方公报中发表。11 伊
斯兰议会可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就所有事项制定法律。

12 然而，伊斯
兰议会不得制定有悖于国家正式宗教或有悖于《宪法》的法律。监护委员会负责

核实是否出现这类违反的情况。
13 每一名代表都对整个国家负责，有权就所有

国内和国外事务发表意见。
14 议会代表在履行议员的职责时有表达意见和投票

的充分自由，在他们作为代表履行议员职责的过程中，不得因其在议会发表意见

或投票对其提出起诉或逮捕。
15 

 2. 国家立法 

10.  最近关于人权的立法涉及如下事项： 

− 尊重合法自由和保护公民权利； 

− 保护妇女在国家和国际领域的权利和责任； 

− 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权利； 

− 保护缺乏保护的妇女和儿童； 

− 新闻法； 

− 设立争端解决理事会； 

− 修正《设立法院法》(重建检察官办公室)； 

− 修正《刑事和民事诉讼法》； 

− 穆斯林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抚恤金和罚金平等； 

− 打击贩运人口； 

− 保护残疾人； 

− 建立全面的社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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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些由政府以及议会成员提出的重要的人权法案，正在议会进行核准，其
中包括： 

− 修正《民法》，允许死者的妻子继承动产和不动产； 

− 在《伊斯兰刑法》中增加有关污辱伊朗少数民族群体罪行的条款； 

− 支持设立非政府组织； 

− 支付失业保险； 

− 保护没有监护人的儿童和青少年； 

− 设立争端解决替代机制和对某些罪行非刑罪化； 

− 以社会惩罚替代监禁； 

− 审查法官发布裁决的权力； 

− 制定新的有关《伊斯兰刑法》的法律； 

− 《刑事诉讼法》； 

− 《行政司法法庭诉讼法》； 

− 预防犯罪； 

− 政治犯罪的定义； 

− 改革司法部的司法组织； 

− 审理儿童和青少年犯罪； 

− 保护犯罪受害者； 

− 保护家庭制度； 

− 促进公众参与保护犯罪受害者； 

− 《国际犯罪法》； 

− 有组织犯罪； 

− 出版和获得信息的自由。 

 3. 议会的人权机制 

 (a) 人权委员会 

12.  新设立的议会人权委员会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行使职能，处
理与国家和国际人权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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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第 90条委员会 

13.  《宪法》第 90 条规定：“凡对议会、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工作提出投诉
者，可将书面投诉提交议会。议会必须调查该投诉，并提供令人满意的答复。如

果投诉针对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议会必须确保对该事项进行适当调查，允许上

述两个机构作出适当解释，并在合理时限内公布结果。如果投诉的事项涉及公众

利益，答复必须公诸于众”。16 

 (c) 司法和法律委员会 

14.  本委员会包括与“公共与国际法”、“私法”以及“刑法”相关的三个分
委员会，负责审查与司法和法律事务的立法相关的一切事项，包括颁布与人权相

关的法律。 

 4. 补充立法机构 

 (a) 监护委员会 

15.  监护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捍卫伊斯兰教义和《宪法》，并审查伊斯兰议会通
过的立法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监护委员会由以下部分组成：六名精通伊斯兰判

例法的法基赫，由最高领袖任命，专门研究不同法律领域的六名法学家，由伊斯

兰议会从司法总监提名的法学家中选出。
17 

16.  核查伊斯兰议会通过的立法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这一工作由监护委员会法
基赫的多数票决定；核查这些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工作，由监护委员会所有成

员的多数票决定。
18 

 (b)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 

17.  1987 年设立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在伊斯兰议会和监护委员会
之间出现争议时确定国家的整体利益。但是，1989 年对《宪法》进行了修订，
对委员会赋予十一项职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责是就国家的大政方针为最高领

袖提供咨询意见。
19 

 (c)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人权法规 

18.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与人权相关的部分战略法规如下： 

− 与司法安全相关的一般政策； 

− 关于保护法官地位和独立性的一般政策； 

− 与司法机关管理和行政制度相关的一般政策； 

− 关于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一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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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司法和法律制度 
20 

19.  伊朗的司法体系是独立和中央集权的。该政府分支由通晓司法事务的司法
总监任最高首脑，司法总监由最高领袖任命。

21 设立最高法院的目的在于监督
法院正确实施法律、确保司法程序的统一，并履行法律赋予的其他职责。

22 总
检察长由司法总监与最高法院法官协商任命。最高法院检察长办公室在总检察

长的指导下行使职能。司法部长由总统根据司法总监提名的候选人向议会推

荐，由议会投信任票。司法部长负责涉及司法、执法和立法分支部门之间关系的

所有事务。
23 

 1. 国家判例 

20.  伊朗的司法体系遵循以下原则： 

21.  独立原则：司法机关是政府三个独立分支之一，主要责任是保护个人和社
会的权利以及实行司法制度。

24 

22.  法治：法院裁决必须理由充分、记录明确，并提及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
和原则。

25 较高一级法院可以驳回不符合伊斯兰成文法规条款的判决。发布这
类裁决的法官受到纪律追究。 

23.  法律面前的平等：政府的责任之一是确保包括妇女和男子在内的所有公民
享有各种权利，并为所有人提供法律保护，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6 

24.  遵守伊斯兰标准：鉴于伊朗的政府体制基于伊斯兰教义的原则，因此，伊
斯兰标准必须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27 为了不将伊斯兰规范和法律视为两种相
互独立的依据、为防止宗教法学家对同一事项的意见冲突，以及为司法体系提供

合法性，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宗教判例的原则，法官则认真遵守这些原则。因

此，应该由法律根据宗教判例的原则决定成为法官的资格和要求以及法院的职权

范围。 

25.  法官的公正性：法官必须独立、公正。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如果诉讼
案件的原告、被告、控方或被控方发现出庭法官与另一方有亲戚关系，可以要求

该法官退出。如果法官自己发现庭上一方与他有亲戚关系，必须向上一级主管官

员提出请求，将该案件移交他人审理。不遵守这一要求的判决是无效的，甚至可

能使法官受到纪律追究。
28 

26.  公开审讯：除以下情况外，审讯的所有阶段在公开法院举行：29 

− 审讯有损公共道德。由法院裁定审讯是否有损公共道德； 

− 诉讼双方均要求非公开审讯。 

27.  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所有法院在审案时均应有辩护律师出庭。违反这项
规定的法院受到处罚，没有辩护律师出庭作出的判决视为无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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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无罪推定：无罪推定是一项有效原则，在法律上，任何人在未经法院证实
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也适用于民事案件，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29.  禁止酷刑：禁止为逼供或获得信息采用一切形式的酷刑。不许强迫个人作
证、供认或宣誓；以胁迫手段取得的证词、供词或宣誓既无效也不可信赖。违反

本条将依法受到处罚。
31 

30.  不得惩处法律未规定的罪行：任何行为或疏忽不得被视为罪行，除非法律
明确将其视为罪行。

32 

31.  对政治、新闻罪和普通罪行加以区别：法院应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公开审
判政治罪和新闻罪。挑选陪审团的方式、陪审团的权力和政治罪的定义由法律根

据伊斯兰标准加以确定。普通罪行不需要陪审团审理，而陪审团出庭是法院审理

政治罪和新闻罪的基本要求。
33 

32.  禁止非法逮捕：除非根据命令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否则不得逮捕任何人。
在逮捕时，必须立即向被告提出书面指控并说明指控原因，在至多 24 小时内必
须将暂定卷宗提交主管司法当局，以便能够尽快完成审判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违

反这一条款的行为将依法受到处罚。
34 

33.  对法院裁决错误的赔偿：如果个人因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案情、作出裁决或
在特殊情况下适用规则时发生疏忽或错误而蒙受精神或物质损失，如果因疏忽所

致，则该法官应根据伊斯兰标准对损失加以赔偿。否则由国家对损失进行赔偿。

发生所有这类情况时，必须为被告恢复名誉和地位。
35 

34.  可以对法院的所有裁决提出上诉：由于在伊朗的司法制度中审讯和司法程
序分两个阶段进行，因此，可对法院的大部分裁决提出上诉，高一级法院可驳回

或维持低一级法院的裁决。
36 

 2. 司法机关的人权机制 

 (a) 监测机制 

35.  监督法律得到适当执行是司法机关的责任之一。37 法律为此目的规定了特
别的监测和监督机制。分别由司法和行政机构履行监督职能。 

 (b) 司法监督 

36.  司法监督由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和检察官依法执行。 

  最高法院 

37.  设立最高法院的目的在于监督法院正确实施法律、确保司法程序的统一，
并履行法律赋予的其他职责。由最高法院的分支机构和最高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履

行监督职能。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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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官 

38.  由于对监狱等场所执法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至关重要，所以立法机关 
39 授

权检察官对执法官员进行管理和监督。
40 

 (c) 行政监督 

  行政司法法庭 

39.  为了调查人民针对政府官员、政府机关和法令提出的投诉、申诉和反对意
见，将设立行政司法法庭，该法庭受司法总监的监督。

41 

  总监察机关 

40.  鉴于司法机关有权对事物的正当行为以及政府行政机关正确实施法律进行
监督，所以设立了国家监察总局，受司法总监监督。将由法律决定该组织的权力

和职责。
42 

  法官监督与评估办公室 

41.  设立该办公室旨在审查、评估和评价法官的资格和胜任能力。 

  保护公民权中央监督委员会 

42.  设立该委员会旨在对公民权方面的正当执法进行监督。中央监督委员会由
司法机关代表理事会的成员组成。由司法总监任委员会主席。

43 

 (d) 支持安排 

  赦免安排 

43.  设立了赦免委员会，负责进行法律审查，以便向为司法总监建议对囚犯进
行减刑和赦免。司法总监批准名单后将同一名单提交最高领袖。每年在宗教和国

家节日颁布两次赦免令。 

  争端解决理事会 

44.  为了减少法院的负担、促进人民参与司法程序、解决地方争端以及无司法
特征或案情简单的争端，在全国设立了争端解决理事会。

44 

  特别的人权分支机构 

45.  按照司法总监的指令，决定在总法院下设立一个分支机构，专门处理侵犯
人权的案件。这类法院的对象群体为监狱官员、监狱看守、司法命令的执行者及

与嫌疑犯打交道的执法人员。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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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法院 

46.  为了具体处理与家庭事务相关的案件，设立了专门处理家庭纠纷的特别法
院。女性法官和律师在这些法院中非常活跃。 

  儿童法院 

47.  为了进一步在必要时保护儿童权利，在总法院下设立了特别分支，专门审
理儿童犯罪案件。

46 

  
选举犯罪法院 

48.  鉴于在选举进程中保护人民的权利至关重要，在总法院下设立了一个分
支，专门审理与选举犯罪和欺诈相关的案件。 

  与侵犯公民权相关的罪行 

49.  全国所有法院中有 538 个分支法院除处理普通案件以外，也处理与侵犯公
民权相关的案件。 

  妇女事务办公室 

50.  在司法机关内部设立该办公室，目的在于保护妇女权利，办公室由一名妇
女担任负责人。 

  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办公室 

51.  2004 年在司法机关内部设立该办公室，司法部所有的综合部门都必须设立
保护儿童和妇女权利的特别办公室。 

 3. 司法机关的倡议 

 (a) 有关人权问题的司法研究 

52.  司法机关正在开展人权方面 14 个主题的研究，研究主题包括：报复、继
承、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证词、有关强迫失踪的行动计划、司法机关实施人权

状况、健康权、儿童权利、有关妇女权利的国家法律和国际法之间的冲突、公

平的司法制度、调整刑事政策和司法政策、保护犯罪受害者的计划、司法治理和

管理等。 

 (b) 对法官和司法人员的培训 

53.  这类培训方案包括举办培训课程、人权研讨会、国际合作与交流、出版书
籍和专业刊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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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司法机关呼叫中心和电子服务 

54.  2004 年成立了呼叫中心，目的是为了增加和便利为人民提供法律服务，提
高公民权方面的认识。呼叫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与律师和法律顾问建立直接联

系、向司法总监及其他官员传递信息、问题和回答、举办培训研讨会等。 

  (d) 法律指导和援助 

55.  在每个司法管辖区内设立一个单元，为穷人提供专家、专业援助和指导。
这些单元帮助人们撰写请愿书并向法院提交、提供电话法律咨询、指定援助律师

及帮助解决行业纠纷。 

 (e) 与大学及高等教育中心合作与交流 

56.  这类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撰写法案、审查立法，以及编写与司法机关工
作相关的政策文件。 

 (f) 司法学院 

57.  为教育和培训法官设立了司法学院。 

 4. 与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组织的合作 

 (a)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58.  自 1997 年以来，司法机关与积极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密切合作。
这种合作关系体现为接收有关社会的弱势群体，包括有关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

咨询意见。在组织国际培训研讨会和参与国际会议方面，司法机关获益于非政府

组织的协助。 

 (b)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59.  司法机关与一些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建立了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包括与儿童
基金会制定了 5 年合作计划(2004-2009 年)，目的在于协调有关儿童和青少年权
利的国内法规和国际规范、在落后地区举办有关弱势儿童的培训课程等。 

60.  此外，自 2008 年以来一直考虑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开展合作的计
划。已作了高级专员办事处代表团访问的初步计划，计划正在定案。 

 5. 司法机关的附属机构 

  监狱、安保和矫正措施组织 

61.  伊朗尤为关注囚犯的处境和所需的纠正措施。《监狱组织规章》作了以下
方面的规定：为囚犯的人道待遇提供广泛的设施、平等权、聘请律师的权利、家

庭成员定期探访的权利、根据囚犯的定罪、性别和年龄将囚犯分开、受益于改造

方案的权利、与他人联络的权利、获得医治的权利，以及定期出狱假的权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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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国际代表团多次访问伊朗的监狱。
4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与国

际机制合作。前人权委员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于 2003 年 2 月访问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审查了监狱的条件和囚犯的案件。这些案件是应工作组的要求提供的，

工作组认为案件符合法治的原则，没有任意逮捕囚犯。
48 

62.  此外，为了增加监狱工作人员的知识，还定期组织人权培训课程。另外，
为了在监狱和拘留中心宣传公民权的原则和基本权利、提高有关伊斯兰法律和人

权法的认识、便利出狱进程，帮助囚犯重新融入社会，还设立了“保护囚犯公民

权办公室”。 

 D. 国家人权结构 

 1. 最高人权理事会 

63.  2001 年，司法总监颁布有关设立最高人权理事会的法令，旨在根据《宪
法》规定的司法机关的职责，使在相关机构之间有更好的协调。理事会成员包括

司法机关不同部门的代表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组织的代表。 

64.  理事会的职责是审查与侵犯公民权相关的不当行为和申诉，并根据法律提
出实际的解决办法。理事会秘书处每六个月向司法总监和相关组织和部委的首脑

提交一份业绩报告。
49 

65.  2007 年，理事会对法令作了修改，提高了成员的资格要求和相关人权机构
的数量。理事会现在是人权领域开展协调和制定政策的国家机构。

50 

 2. 国家人权机构 

66.  设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人权机构一直是国家优先事项之一。最高人权
理事会正在起草相关立法，将很快提交伊斯兰议会。 

 3. 最高领袖监察办公室 

67.  该办公室负责调查人民就侵犯其权利提出的所有投诉。 

 4. 总统监察办公室 

68.  该办公室负责调查收到的所有涉及侵犯公民权的投诉。 

 5. 内政部少数民族权利委员会 

69.  该委员会负责增进少数民族的政治、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 

 6. 保护公民权和隐私总部 

70.  根据 2008 年总统对内政部发布的政令设立这一总部，旨在防止以任意和
不加限制的方式对待公民权，保护公民的尊严。总部在内政部和国家各省设有

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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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伊朗律师协会 

71.  伊朗律师协会是一家独立机构，已经有 90 年的历史。目前，伊朗有 12 家
独立的律师协会，协会成员有近 12,000 名律师和实习律师。51 律师协会通过直
接投票选举理事会。虽然律师协会是独立的，但是，该协会与司法机关有密切联

系。每个地区需要的律师人数由一个委员会决定，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为司法

机关的代表。由法官纪律高等法院审理律师纪律法院的上诉。司法机关被授予的

职责是修订《律师协会独立性法案》执行规章及 1997 年的相关法律。一些司法
机关的官员有权对纪律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还可以要求律师暂停执业。 

72.  所有律师协会中都有人权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参与培训、提供专门知识、
促进与政府和积极致力于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为防止侵犯人

权行为和增进人权提供建议。专门委员会处理的问题涉及教育、研究、妇女与儿

童权利、保护受害者和嫌疑犯、囚犯和少数民族的权利等等。 

 8. 非政府组织 

73.  在人权领域活跃着数百个非政府组织。它们或者通过非政府组织网络，或
者独立地在特定人权领域发挥作用。这些非政府组织中有相当数量的组织积极致

力于妇女问题。非政府组织在提供磋商、帮助编写国家报告、促进与其他非政府

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参加人权会议等国际会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

外，有 20 个非政府组织享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磋商地位。近年来，它
们与联合国专门机构为伊朗制定的方案之间的专业合作有所增加。 

 四. 国际承诺的范围 

74.  伊朗已加入以下人权条约和公约：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儿童权利国际公约》；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
议定书》； 

− 《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 

− 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 1956 年《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
约》； 

−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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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公约》； 

−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 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任择议定书》； 

− 劳工组织第 182号《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 

− 劳工组织第 105号《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 劳工组织第 111号《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 

− 1979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1925年《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 

− 《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 

− 《禁止强迫结婚和早婚公约》； 

− 正在考虑加入以下公约：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A. 国际人权承诺的执行情况 

75.  最近向联合国条约机构报告的情况如下： 

 B.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76.  2009年 10月 27日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第三次定期报告。 

 C.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77.  2009 年 11 月 3 日向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交第二次定期
报告。 

 D.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78.  2008年向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伊朗第五次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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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儿童权利公约》 

79.  2002年向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伊朗第二次国家报告，将于 2010年提交第三
次和第四次报告。 

 六. 实际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52 

 1. 民主选举 

80.  在伊朗，最重要的政府机构由人民的意愿决定，经人民直接或间接投票产
生。最高领袖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专家会议的成员由人民直接投票当选。总统

和议会的代表也经人民直接投票当选。 

81.  自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已经针对选举总统、议会代表、专家会议成员席
位以及城市议会议员席位进行了 28 次选举。投票率高一直是伊朗选举的显著特
征。在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中，约有 4,000 万人参加选举投票，占合格选民的
85%。 

 2. 理事会 

82.  为了促进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使地方社区在决策、城市、农村地区和
地方规划，包括在选举市长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伊斯兰议会于 1996 年批准
《设立理事会法》。自该法批准以来，已经为选举理事会成员举行了三次全国范

围的选举。 

 3. 言论和新闻自由 

83.  伊朗宣传言论自由的方式包括：交流信息和教育活动、由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广播电台在全国播出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便利书籍和其他印刷材料的出版、举

办书展和其他类似活动。信息在媒体和新闻界的自由流动，以及可以表达不同和

相反意见的环境，是伊朗政治和文化气氛的显著特征。 

84.  只要遵守伊斯兰教义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新闻自由受到《新闻法》的
保障。 

85.  2008 年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共有 2,050 种国家出版物和 650 种地方报
纸，总发行量为 125 万份。此外，共出版 55,554 种图书，总发行量为 2.18 亿
份。 

 4. 政党、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86.  根据宪法原则，在不违反独立、自由、国家统一的原则、伊斯兰标准，或
伊斯兰共和国基础的前提下，允许成立党派、社团、政治或职业协会，以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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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宗教社团或与国家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相关的宗教社团。不得阻止任何人

参与上述团体，或强迫其成为团体成员。在不携带武器及不破坏伊斯兰根本原则

的情况下，可自由举行公开会议和示威游行。 

87.  伊朗于 1981 年批准了有关政党、社团、政治和职业社团、非政府组织和与
宗教少数群体相关社团举办活动的法律。为此目的，还根据法律在内政部内部设

立了委员会，负责颁发许可以及监督民间组织的活动。
53 迄今为止，已经有 240

个组织和正式团体在内政部登记，其他一些团体的申请正在审议中。根据这项法

律的条款，可以向内政部申请举办和平集会的许可。 

 5. 行业协会和工会 

88.  《劳动法》54 和与党派、职业社团和协会相关的法律 55 为行业协会的活动
规定了一般性框架。据此设立了一个积极的劳动组织，包括 1,450 个企业和工厂
成员，该组织代表全国工人的利益。该组织的运行遵循民主原则，有权举办和平

集会及开展政治活动。 

 B.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56  

 1. 就业 

89.  关于国家发展的“二十年展望战略规划”强调，与经济事务、创造就业和
降低失业率相关的事务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该文件尤为关注消除对妇女和少

数群体等人口弱势群体的歧视，并为他们创造就业。 

90.  由于政府在 2005 年至 2007 年期间采取控制失业增长率和创造新的就业机
会的政策，2007年的最低失业率为 10.5%，而 2005年的最高失业率为 11.5%。 

 2. 卫生与医疗 

91.  近年来，政府不断增加在国家欠发达地区的活动，以改善提供卫生和医疗
服务的情况。为实现卫生和医疗服务方面非歧视的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

括：“第三发展方案”中针对卫生和相关服务的政策、全面提供医疗保险服务的

计划、为农村人口提供保险的计划、利用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援助，缓解欠

发达地区资源短缺的情况、为在农村医疗中心工作的医生提供激励措施和特殊福

利、特别为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分配大学名额等，可获得初级卫生保健的城市和农

村人口比例 2005年为 92%。当前的比例为 95%以上。 

 3. 教育 

92.  教育部开展了增进教育权的一系列方案，以提高人口中所有群体，尤其是
社会弱势群体享有教育权的数量和质量。此外，高等教育、研究和技术部还有效

地促进国内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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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在 6 岁以上人口中，男性识字率为 88.75%，女性识字
率为 80.3%。女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增加了 10%，从 38.4%增至 48.6%。非
盈利学校的学生人数近乎翻了一番，从 620,068 人增加至 1,086,361 人。学校的
总数增加了两倍，从 53,885所增至 146,213所。 

94.  高等教育、研究和技术部门为了实现质量方面的目标及在“第四发展规
划”的远大目标框架下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采取了一些基本措施，如通过

设立新的领域和学科使高等教育方法多样化、发展跨学科领域、提高继续教育课

程的录取人数、发展高级医科教育、增扩非政府和非盈利高等教育院所、开发应

用和模块课程等。2008 学年大学生总人数为 3,392,000 人，比上一学年增加
20%。 

 4. 社会保障 

95.  社会保障组织是国家社保系统的主要机构，在维持伊朗社会的可持续性及
保护国家生产性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过去 40 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
保障协会的成员，拥有亚洲和中东最强有力的社保体系之一，伊朗有 3,900 万公
民处于社会保障组织的保护伞下，占伊朗总人口的 51%，占城市人口的 66%。
社会福利指数提高了 3%，达到 3,498。这一指数平均每年增长 4.7%。 

 5. 住房 

96.  近年来，伊朗私人部门参与房地产行业的程度达到最高点，房地产部门实
现了不间断的增长。此外，政府作出巨大努力，为人口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低价住

房。房屋贷款偿还、Mehr 住房项目、通过住房合作社提供土地、“由租改买规
划”、低价长期租赁协议和建设农村住房不断增加，近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

长。房屋建设和房地产部门的这些发展、人口和家庭组成的变化导致房屋的供应

超过家庭数量的增长，从而缓解了房屋短缺的情况。 

 6. 文化活动 

97.  因为伊朗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因此满足社会的文化、艺术活动需求至关重
要。“第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强调这方面努力的重要性。这一规划要求政府

在国家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建设文化、艺术和体育设施，在过去四年中，国内

体育场馆和设施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C. 弱势群体 57  

 1. 妇女的权利 58  

98.  以发展的伊斯兰法律为基础，伊朗妇女在家庭制度中的作用是无可比拟和
独特的。与妇女权利相关的所有政策都遵循这一原则。在妇女权利和消除对妇女

的歧视方面，伊朗在过去 30 年中坚持原则，作出了不懈和有针对性的努力，以
提高妇女在教育、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政府和非政府实体的女权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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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城市议会、市政府和法院进行了若干改革。与国际标准和伊斯兰国家相

比，这些改革提高了伊朗妇女的地位。“二十年展望”、“第四发展规划”对妇

女权利的重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妇女权利和职责宪章”的起草，与伊斯兰和

人权最高原则相结合，为促进伊朗的人权文化奠定了基础。 

99.  近年来有关妇女权利和家庭的立法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领域的重要立法
事件涉及：通过了一项关于妇女权利和职责的综合法律、防止虐待和暴力侵害妇

女造成的社会危害、打击虐待和暴力侵害妇女的方案、制定和组织有关妇女的研

究方案的国家计划、对有影响力的妇女赋权、有关组建、巩固和加强家庭的保护

性政策、为结婚提供便利、通过大众媒体教育提高公众认识、有关妇女从事兼职

工作以及保险公司对男子和妇女支付平等抚恤金和赔偿金的法律、妇女继承不动

产的权利等。这方面的最新措施是支持创建和扩大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和妇女

协会的法案。 

100.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伊朗的妇女人口比例为 49.05%。就健康和医疗保健而
言，妇女的预期寿命已达到 74.51 岁。在过去十年中，妇女参与经济生活的指数
提高了 72%。例如，伊朗妇女正式就业的比例为 13.6%，比十年前提高 12.3%。
妇女识字率为 80.34%。受教育妇女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46.5%，而 30 年前只有
36.5%。上一学年进入高等教育学府就读妇女占总入学者近 70%，比十年前提高
192.96%，是 30 年前的 27 倍。执行的政策包括通过技能和职业培训创造就业和
对妇女赋权，加强妇女合作社，尤其是为农村妇女提供这些政策。 

101.  在过去十年中，参与政治领域生活的妇女显著增加。居管理职位和在大学
中的妇女人数占高级管理职位总数的比例提高了 10.7%。在 40 个机构、30 个省
级行政管理机构和 256个地区政府中，有妇女担任政府高级职位。担任高级管理
职位的妇女人数增加了 3.25%。最新进展包括推荐和任命妇女担任部长和省长职
位。积极参与妇女事务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已经达到 736 个，是十年前的 12 倍。
妇女参与的其他重要活动领域包括出版、艺术、电影制作、体育和科学奥林匹克

竞赛等。 

 2. 妇女权利机构 

 (a) 妇女和家庭中心 

102.  该中心的职责包括开展研究、教育和需求分析、对妇女赋权进行规划并奠
定基础、为总统和其他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意见、提出有关妇女权利和家庭计划的

法案并开展后续工作，以及建立适当机构，开展有关妇女和家庭的后续工作。 

 (b) 妇女文化和社会理事会 

103.  该理事会依据总统的指令设立，附属于文化革命高等理事会。该理事会有
若干专家委员会，

59 
负责制定有关妇女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政策，并在相关机构之

间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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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妇女和儿童委员会 

104.  设立该委员会旨在就妇女和儿童事务开展专家审评和研究，以便为政府涉
及妇女和儿童事务的一般性政策提供专业指导。 

 (d) 妇女和青年工作组 

105.  在各省规划和发展高等理事会中设有办公室，负责处理与所有政府机构妇
女，包括在部委、省行政管理机关、警察和武装部队的妇女相关事务。它们的职

责是组织和改进与全国妇女相关的活动。 

 (e) 议会中的妇女组织 

106.  该组织由妇女议员组成，她们主要参与通过立法增进妇女的权利。 

 (f) 外交部妇女国际事务和人权司 

107.  该司负责发布信息、宣传标准、制定政策以及在国际和国家级别协调与人
权和妇女问题相关的事务。 

 3. 儿童权利 

108.  儿童权利在伊朗和伊斯兰文化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伊斯兰法多次
强调，必须从心理、道德、生活和法律方面对儿童予以关注。伊朗为实现这些教

义和期望采取了广泛措施。 

109.  政府在增进儿童权利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包括：促进女童教育、减少性别
差异、为儿童，包括为非婚生儿童提供法律保护、修订与儿童相关的某些法律、

扩大学前教育、出生前和出生后对儿童的保护、提高儿童参与决策的程度、设立

学生议会，关注儿童的观点、禁止虐待和其他残忍的惩罚方式、提供适当信息、

提高教师对儿童权利的认识和敏感体恤、就儿童权利举办培训课程和研讨会、落

实与儿童基金会的联合项目、提供医疗保健和服务、为学生和残疾儿童提供免费

食品、为街头儿童提供安全住所、100%的城市居民和 87%以上的农村人口能够
利用卫生设施等。伊朗介绍报告后，这些措施受到了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和成员

的赞扬。 

 4. 少数民族的权利 60 

110.  在伊朗的土地上共同生活着传统、习俗和语言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
和宗教群体。

61 伊朗社会是各种群体像兄弟般和平共处的成功典范。政府的主
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和巩固这种关系。 

111.  政府为创造就业、提供医疗服务、教育、住房和促进公民和政治权利开展
了若干项目。这些项目旨在改善国家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指标。此

外，国家少数民族大量聚居的一些省份收到年度预算法的特别预算拨款，用于人

类发展和改善经济和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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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残疾人权利 

11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伊朗的残疾人口近 300 万人，大部分
人因 8 年前伊朗遭受的战争而致残，或因恐怖集团的行为而致残。自 2004 年通
过一项有关保护残疾人的综合立法以来，伊朗采取了大量措施，以缓解人口中这

部分人遭遇的物质和心理问题。近年来采取的措施包括为残疾人的治疗设立医疗

基金、为残疾人提供特殊就业设施、住房和运动项目等。 

 七. 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合作 

 A. 与亚太地区安排的合作 

113.  过去十年中开展了以下合作： 

− 1998年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亚太地区区域人权安排第 8次会议； 

− 2001年举办种族主义问题世界会议亚太区域会议； 

− 1998年和 2001年接待当时的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来访； 

− 2006年接待前人权高级专员阿尔布尔女士来访。 

 B. 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合作 

114.  过去十年中开展以下合作： 

− 开展人权方面的技术合作，在该背景下，于 2003 年和 2004 年批准和
实施《需求评估访问报告》； 

− 派法官代表团访问日内瓦，讨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司法机关
合作的意向，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代表团 2008 年 5 月访问德黑
兰后草拟一份工作方案，于 2009 年制定了项目的具体细节，预计于
2010年最后确定项目。 

 C. 与特别程序的合作 

115.  自 1998 年至今，伊朗政府一直向人权机制发出没有时间限制的邀请。已
经访问的人权机制如下： 

−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2003年 2月； 

− 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2004年 11月； 

− 移徙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2004年 2月； 

− 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2005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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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足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2005年 7月； 

− 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独立专家，2006年。 

116.  除上述访问外，正在审议其他报告员访问的计划。 

117.  此外，近年来伊朗与联合国投诉机制，包括与 1503 程序之间开展了建设
性的交流，以便对个人针对伊朗的人权状况提出的投诉作出回应。因为作出回

应，所以伊朗收到的许多投诉案件得到解决。 

 八. 确认成果、最佳做法、挑战和限制 

 A. 成果和最佳做法 

118.  在国际和国家级别开展了以下举措： 

 1. 国际举措 

 (a) 人权和文化多样性 

−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起关于人权和文化多样性的决议； 

− 2007 年 9 月在德黑兰举行不结盟运动关于人权与文化多样性的部长级
会议； 

− 通过外交部长运动，批准在德黑兰设立不结盟运动人权和文化多样性
中心； 

− 2008 年 5 月在德黑兰设立不结盟运动人权和文化多样性中心，其主要
任务是发展和促进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以及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和国际社

会其他成员之间对人权和文化多样性的共同理解。 

 (b) 不同文明的对话 

119.  伊朗首先提出了“不同文明的对话”的概念，2001年获得联合国批准。 

 (c) 伊斯兰会议组织内部的活动 

120.  在伊朗的倡议下，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批准了关于纪念 1991 年通过
《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的决议，并指定一天作为伊斯兰人权和尊严日。 

121.  伊斯兰国家和国际社会可利用当前的时机，更好地透视和理解伊斯兰对人
权的观点，并解决一些有关伊斯兰教义和人权的问题和误解。也可借此机会，使

多姿多彩和真正的伊斯兰文明和文化为丰富普遍人权标准作出贡献。 

122.  为了建立伊斯兰国家法律和司法联盟，于 2007 年举行伊斯兰国家司法总
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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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2007 年举行两次伊斯兰国家首府检察官会议，主题为“嫌疑犯在伊斯兰
法、国家法律和国际条约之下的辩护权”以及“2009 年对加沙地带侵犯人权情
况的审查”。 

 2. 国家举措 

 (a) 人权国家战略行动计划 

124.  为了拟订人权国家战略行动计划，最高人权理事会正在与所有的相关政府
和非政府机构磋商、合作，拟订一份综合国家文件，将很快提交议会批准。 

 (b) 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举措 62 

  扫盲运动 

125.  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前，有 52.5%的 6 岁以上人口为文盲。1979 年设立了
“扫盲运动”组织，并拟订了扫盲战略，这一举措使文盲率降低至 15.4%。扫盲
计划的目标是在 2014 年前将文盲率降低至零。已经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绩包
括：文盲的绝对数量降低、性别歧视减少、区域歧视减少等。包括教科文组织在

内的一些国际组织为“扫盲运动”的成就颁发了奖励。 

  伊玛目·霍梅尼救济委员会 

126.  设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帮助人口中的弱势和穷困群体，改善他们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状况。在过去三十年中，该委员会为目标人群提供了重要服务。 

 B. 挑战与限制 

127.  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伊朗面临以下主要的挑战： 

 1. 一些西方国家施加政治压力、滥用国际人权机制 

128.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并摆脱西方国家集团以来，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利
用伊朗的人权状况作为政治工具，对伊朗施加压力，以满足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动

机。在过去 30 年中，这些国家资助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政治手段、干涉行为和这
方面的媒体炒作，这些行为对增进伊朗国内的人权造成负面影响，导致一些重大

问题。 

 2. 在实际中执行国际人权标准 

129.  根据 1993 年维也纳世界会议《人权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条款，在执行人
权标准时应考虑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地区、历史、民族、文化和宗教特性。 

130.  伊朗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在执行一些国际人权标准时面临特定问题。
国际社会必须正当看待这一问题，因为伊朗的法律结构基于伊斯兰教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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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当局坚守这些原则以及人民的实际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自身有义务

遵守伊斯兰法的法则。因此，在遵守文化多样性的原则，同时尊重和避免政治和

文化压力的前提下，有必要对这一点给予关注。按照伊斯兰法的原则，如果需要

对这些法律进行变革或调整，必须在政府机关和民间社会之间开展活跃的国家对

话。其他国家施加压力或要求伊朗接受或采纳某些西方人权标准的做法只可能对

增进人权产生负面影响。 

 3. 恐怖主义 

131.  自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伊朗一直面临某些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这一严重
问题。伊朗是世界上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国之一。自 2001年 9月 11日后外国军
队进驻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恐怖主义集团在伊朗东部、西部和南部边境的恐怖

活动明显增加。恐怖主义集团杀害、威胁和绑架普通的伊朗公民，其中包括妇女

和儿童，并劫掠他们的公共和私人财产。这一状况使伊朗政府身负重任，承担结

束这一挑战。 

132.  不幸的是，一些国家公开和隐秘的资金及军事支持以及某些西方国家的情
报服务使目前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形势过于复杂，所以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只

能采取威慑的惩治方式，以对付这些残忍的恐怖主义罪行的肇事者。更令人痛心

的是，支持这些个人和集团采取恐怖主义行为的西方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以结束这种状况。反之，它们还支持肇事者伪装成捍卫人权者，并为他们提供政

治庇护。它们掀起针对伊朗的宣传和新闻战，甚至将伊朗军队针对他们采取的合

法行动描述为违反人权的行为。 

 4. 贩运毒品 

133.  近年来，尤其是盟军进驻阿富汗以来，麻醉品的生产和贩运量增加了好几
倍，对伊朗人民的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近年来伊朗法院近 70%的判
决与毒品罪以及参与贩运非法毒品的非法武装有关。不幸的是，我国防止毒品

流向西方国家，尤其是流向欧洲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赞赏，或收到资金及技术

支持。 

 5. 经济制裁 

134.  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纯粹出于政治原因对伊朗实施单边和强制性制裁，
以及这些国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政治行动导致的国际制裁对伊朗公民实现所

有人权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影响了他们的发展权。例如，在客机和民用导航

及航空配件销售方面的制裁已经导致伊朗数百人死亡。 

 6. 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 

135.  由于伊朗经济与全球经济存在联系，因此也遭受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
冲击。这一冲击体现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的不同方面。毋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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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对危机负主要责任的富裕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应承担起解决危机的主要责

任，帮助那些弱势经济体。 

 九. 国家重要优先事项、举措和承诺 

 A. 教育 

136.  伊朗将人权视为一项严肃的、实质性的、长期的重要事项。伊朗避免过分
渲染和夸大其词，而是将人权教育作为增进和保护人权的一项国家战略。在这方

面，在 2005年至 2009年的五年期间，伊朗与联合国开发署合作执行了增进人权
和增加司法途径的能力建设方案。落实的方案包括：在大学讲授人权课程、开展

应用研究、为人权机构提供软、硬件设备，以及交流知识与经验等。 

 B. 制订标准 

137.  鉴于一些伊斯兰人权和国际人权规范在一致性方面存在上述问题，因此在
外交部内部设立了由伊斯兰学者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在出现分歧时

为伊斯兰人权提供正确的解释。该委员会负责阐述伊斯兰人权观点，并为与国际

人权机制之间更好地沟通提供实际的建议。 

 十. 有关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的期望 

138.  伊朗已作好充分准备，就能力建设和增进人权开展双边及多边合作，并接
受顾问服务和技术援助。我们希望本着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国家内政和

避免政治及选择性方针的原则，与所有相关国际组织及联合国会员国密切合作，

发展这种合作关系。 

 

注 

 1 Refer to document A/HRC/6/L.24 
 2 The list of universities and NGOs consulted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national report is attached as 

annex 1. 
 3 The three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 are :Judiciary,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Iran refer to HRI/CORE/1/Add.106.Core Document 1999. 
 5 The constitution was amended in 1990 and with some changes in certain articles it was approved in a 

general referendum. 
 6 The constitution that was voted b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consists of 14 chapters and 

177 articles. Chapter 3 for the constitution under the title of “rights of People” has 24 articles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lso, other chapters and articles of the Constitution have 
clear references to these rights. These rights are stat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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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 Human dignit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 a system based on belief in dignity and 
worth of human being and the duty to God.  

  Article 3: Political, Social, Civi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government has the duty to ensure 
political and social freedom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law,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ding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stiny, the abolition of all forms of undesirabl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equitable opportunities for all, in both the material and the intellectual spheres, the 
planning of a correct and just economic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Islamic criteria, in order to create 
welfare, eliminate poverty, and abolish all forms of deprivation with respect to food, housing, work, 
health care, and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insurance for all, and ensuring the rights of all people, men 
and women, and creating judicial security for all and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rticle 6: Democracy: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affairs of the country must be administered 
on the basis of public opinion expressed by the means of elections. 

  Article 9: Prohibition of Infringement of Freedoms:  

  No authority has the right to abrogate legitimate freedoms, not even by enac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that purpose, under the pretext of preserv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y. 

  Articles 12, 13, 14, 15, deal with the rights of minority: 

  Official religion of Iran is Islam and the Twelver Ja'fari school. Other Islamic schools are to be 
accorded full respect, and their followers are free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jurisprudence in 
performing their religious rites. These schools enjoy official status in matters pertaining to religious 
education, affairs of personal status (marriage, divorce, inheritance, and wills) and related litigation in 
courts of law. I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where Muslims following any one of these schools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local regulations, within the bounds of the jurisdiction of local councils, are to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pective school, without infringing upon the rights of the followers of other 
schools. 

  Zoroastrian, Jewish, and Christian Iranians are the only recognized religious minorities, who,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law, are free to perform their religious rites and ceremonies, and to ac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anon in matters of personal affairs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all Muslims are duty-bound to treat non-Muslims 
in conformity with ethical norms and the principles of Islamic justice and equity, and to respect their 
human rights. The Official Language and script of Iran, the lingua franca of its people, is Persian. 
Official documents, correspondence, and texts, as well as text-books, must be in this language and 
script. However, the use of regional and tribal languages in the press and mass media, as well as for 
teaching of their literature in schools, is allowed in addition to Persian. 

  Article 19: All people of Iran, whatever the ethnic group or tribe to which they belong, enjoy equal 
rights; color, race, language, and the like, do not bestow any privilege.  

  Article 20:  All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both men and women, equally enjoy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and enjoy all human,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conformity with Islamic 
criteria. 

  Article 21: criteria, and accomplish the following goals: 

  1)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woman's personali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her 
rights, both the 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2)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s, particularly during pregnancy and child-rearing, and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without guardians; 

  3) establishing competent courts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 family; 

  4) the provision of special insurance for widows, aged women, and women without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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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e awarding of guardianship of children to worthy mother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ldren, in the absence of a legal guardian. 

  Article 22: The dignity, life, property, rights, residence, and occu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are inviolate, 
except in cases sanctioned by law. 

  Article 23: The investigation of individuals' beliefs is forbidden, and no one may be molested or taken 
to task simply for holding a certain belief. 

  Articles 24, 168 and 175 relate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Publications and the press have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ept when it is detrimental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slam or the rights of the 
public.  The cases of violations by the press are examined by press courts in presence of a jur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iring of opinions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should be in keeping with the 
Islamic principles and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public.  

  Article 25: Right to privacy:  The inspection of letters and the failure to deliver them, the recording 
and disclosure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the disclosure of telegraphic and telex communications, 
censorship, or the willful failure to transmit them, eavesdropping, and all forms of covert 
investigation are forbidden, except as provided by law.  

  Articles 26 and 27: Freedom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right to peaceful assembly: The formation of 
parties, societies, political or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religious societies, whether Islamic 
or pertaining to one of the recognized religious minorities, is permitted provided they do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freedom, national unity, the criteria of Islam, or the basi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No one may be prevent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aforementioned groups, or be 
compel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m. 

  Public meetings and marches may be freely held, provided arms are not carried and that they are not 
detrimental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slam. 

  Article 28, 29, 30, 31: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any 
occupation he wishes, if it is not contrary to Islam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 and does not infringe the 
rights of others. The government has the duty,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 of society for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to provide every citizen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and to create equal 
conditions for obtaining it.  

  To benefit from social security with respect to retirement, unemployment, old age, disability, absence 
of a guardian, and benefits relating to being stranded, accidents, health services, and medical care and 
treatment, provided through insurance or other means, is accepted as a universal right of work, to 
provide every citizen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and to create equal conditions for obtaining it.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the foregoing servic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every individual 
citizen by draw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n the national revenues and funds obtained through 
public contributions.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all citizens with free education up to secondary school, and must 
expand free higher education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the country for attaining self-sufficiency. 

  It is the right of every Iranian individual and family to possess housing commensurate with his needs. 
The government must make land availa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rticle, according priority to 
those need is greatest, in particular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workers. 

  Article 32: Arbitrary arrest: No one may be arrested except by the orde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laid down by law. In case of arrest, charges with the reasons for accusation must, without 
delay, be communicated and explained to the accused in writing, and a provisional dossier must be 
forwarded to the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within a maximum of twenty-four hours so that the 
preliminaries to the trial can be completed as swiftly as possible. The violation of this article will be 
liable to punish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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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33: Prohibition of banishment: No one can be banished from his place of residence, prevented 
from residing in the place of his choice, or compelled to reside in a given locality, except in cases 
provided by law. 

  Article 34: recourse to courts: It is the indisputable right of every citizen to seek justice by recourse to 
competent courts. All citizens have right of access to such courts, and no one can be barred from 
courts to which he has a legal right of recourse. 

  Article 35: The right to legal counsel: Both parties to a lawsuit have the right in all courts of law to 
select an attorney, and if they are unable to do so, arrangements must be made to provide them with 
legal counsel. 

  Article 36: Competence of the court: The passing and execution of a sentence must be only by a 
competent cour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rticle 37: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nnocence is to be presumed, and no one is to be held guilty of 
a charge unless his or her guilt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a competent court. 

  Article 38: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ll affronts to the dignity and repute of persons arrested, detained, 
imprisoned, or ba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whatever form they may take, are forbidden and 
liable to punishment.  

  Article 39: Dignity of arrested persons: All affronts to the dignity and repute of persons arrested, 
detained, imprisoned, or ba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whatever form they may take, are 
forbidden and liable to punishment. 

  Article 50: Environmen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present as well as the 
future generations have a right to flourishing social existence, is regarded as a public duty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Economic and other activities that inevitably involv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r cause irreparable damage to it are therefore forbidden. 

 7  

 8 Article 63 of the Constitution 
 9 Article 64 of the Constitution 

 10 Ibid. 

 11 Article 69 of the Constitution  

 12 Article 71 of the Constitution on 

 13 Article 72 of the Constitution  

 14 Article 84 of the Constitution 
 15 Article 86 of the Constitution. 
 16 According to article 44 of the internal regulations of Majlis, this committee can make inquires at all 

agencies, ministrie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three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demand 
explanations for all complaints left unanswered. The reports by the Article 90 Committee are read on 
the floor after submission to the presidium.  

 17 Article 91 of the Constitution 
 18 Article 96 of the Constitution 
 19 Articles 112,111, 110, and 177 of the Constitution 
 20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Judiciary is available at third ICCPR periodic report of the 

I.R. of Iran to human rights committee. 

 21 Article 158 of the Constitution, deals with the duties of the head of the Judi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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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ticle 161 of the Constitution 
 23 Duties of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are explained in article 160 of the Constitution.  
 24 Article 156 of the Constitution deals with the duties of the Judiciary 
 25 Article 166 
 26 Paragraph 14 of article 3 
 27 Article 4 and 12 of the Constitution 
 28 Article 91 of the Civil Code 
 29 Article 165 of the Constitution 

 30 Article 35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1991 Law of Majlis  
 31 Article 38 of the Constitution 
 32 Article 169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rticle 2 of the Islamic Penal Code of 1996.  
 33 Article 168 of eh Constitution 
 34 Article 32 of eh Constitution 

 35 Article 179 of the Constitution 
 36 According to article 268 of the Criminal Code and article 387 of Civil Code, the prosecutor General is 

Alowed to ask the Supreme Court to revise a ruling by a lower court if it is contrary to law and 
Sharia, provided the convicted person requests from the Prosecutor within a month after the final 
ruling. 

 37 According to paragraph 3 of article 156 of the Constitution 
 38 According to article 161 of the Constitution 
 39 According to article 17 of the Criminal Code 
 40 To achieve this supervision, the Prosecutor General sends judges to police stations to visit the holding 

cells for temporary detention and ensure that all police procedures in respect of arrested persons are in 
line with the law and regulations. If any violations are discovered in the course of inspection, the 
necessary warnings are given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and if needed, the mater will be referred for 
judicial action. Moreover, assistant prosecutors also visit prisons to inspect the conduct of prison 
guards and officials. They meet the prisoners and enquire about their problems and take necessary 
actions. 

 41 Article 173 of the Constitution relate to Administrative Justice Tribunal. The first law on this tribunal 
was ratified in 1981 and the new law was ratified in 2006.  

 42 Article 74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ordinary law relating to the powers, authority and organization of 
General Inspection Organization and its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were approved in 1981. Regular 
and special inspections of all ministries, state-owned companies, armed forces and police are carried 
out by this Organization. Reporting of cases of violations by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is one of the 
primary tasks of the General Inspection Organization. 

 43 Supervision over the proper enforcement  of the said law and creating a uniform procedure, 
amending methodologies and processes and making them compatible with regulations, review of  
the reports of the Supervisory and Inspection Boards in the provinces , sending special inspection 
teams to the agencies covered by this directive, sending complaints and reports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following them up until conclusion, recommending rewards or punitiv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s of inspection teams, preparation of reports on the situation of enforcement of legations and 
laws in the country every three months, presenting the same report to h public every six months are 
amo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is Board, in addition, a board comprising five judges of th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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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from the armed forces judicial organization, General Inspection Offic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for the Judges Disciplinary Court as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Board of eh Province.   

 44  

 45 According to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of 1380 
 46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ve of 1387 by the Head of the Judiciary 
 47 Supplementary report on advancements in prisons.(Annex 2) 
 48 E/CN.4/2004/3/Add.2 
 49 Supplementary report on terms of reference and structure of the High Council for Human Rights is 

attached. (Annex 3) 
 50 The Head of the Judiciary as the Chairman of the High Council for Human Rights, and ministers of 

justice, foreign affairs, interior, Islamic Guidance and Culture, Commander of the Police, and 
President of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roadcasting are among the members of this  

 51 Central Bar Associating, East Azerbaijan, and Ardabil, Fars and Blusher, Kohkilooyeh and Booyer 
Ahmad, Khorasan, Isfahan, West Azerbaijan, and Kuridstan, Gilan, Mzandaran and Golestn Ghazvin 
and Zanjan Kermanshah and Ilam, Khuzestan and Lorestna, and Hamedan.  

 52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 refer to the recent report of Iran to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2009.  

 53 The Law includes the terms o reference and composition of Article 10 Committee.  
 54 Article 131 of the Labor Code 
 55 Article 2 
 56 Refer to the latest report of Iran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for 2009.  
 57 Refer to the latest periodic report of Iran to Human Rights Committee. 
 58 Supplementary report on Women’s advancements is attached.(Annex 4) 
 59 These committees are: Research, Education, Law and Family, Cul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and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Basij and Defense and Figh  
 60 Supplementary Report on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 is attached ( Annex 5) 
 61 Seven ethnic communities: Azeri, Kurd, Lor, Arab Speaking, Baluchis, Turkmen and Fars 

 62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periodic report of Iran to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